
当裁判手中的红旗挥下，发
令枪声一响，运动健儿们冲上
赛场。他们之中有的人曾迎着
晨光，跑过一圈又一圈的操场；
他们之中有的人曾背负过往，
一遍又一遍寻找前进的方向。
他们都怀揣同一个梦想——登
上领奖台的正中央。就在刚才，
高三（34）班的邓朝勋打破了
高三男子 800 米的记录，创造
出新的辉煌！而我们，也有幸
采访到了邓朝勋同学。

Q:同学，你好，我是新闻与
主持社记者部的记者，请问我
可以对你进行采访吗？

A: 可以，我们开始吧。

Q: 首先，恭喜你获得本届
校运会高三男子 800 米决赛的
冠军，并且创造新纪录、新辉
煌。我们也看见现场许多同学
都在为你欢呼，可以和我们说
说你现在的感想吗？

A:感想颇多。从我进高一
就萌生了破记录的想法，由于
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未能实
现，逐渐成为一个遗憾。这种
遗憾激励着我更加努力地练
习，它就像我在黑暗中的唯一
光亮，时时刻刻指引我更近一
步、更进一步。现在我实现了
那个理想，这令我很激动。

Q:你今天的表现真的十分
优秀，你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谢谢你曾经的付
出，让我们看见
不一样的你。我
想，在比赛前，
你肯定给予自己
很大的期待，那
你比赛的时候会
不会出现紧张焦
虑的心情？

A: 特 别 紧
张。这是我在高
中三年里，能参
与的最后一次运

动会。我也会担心自己的努力
得不到认同，我不想留下遗憾。
但我也知道，我更不能因情绪
而发挥失常，所以我尽量把一
切准备做到最好，心理暗示自
己是最棒的！

Q:这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呢。通往成功的道路需要努力
以及正确的方法，你在做到百
分之百的努力时又是怎样正确
训练自己的呢？

A:在繁重的学业里抽出时
间多锻炼自己的身体，学习一
些对锻炼有益的运动姿势，及
时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并且加
以改正。而在这一不断积累巩
固的过程里，我得到了成长。

Q:我们共同见证了你的成
功，也了解了你背后的付出，
我认为，在这些拼搏而努力的
日子里你是闪闪发亮的。好的，
采访结束，谢谢你的配合。

比赛还未落下帷幕，我们期
待看见更多为梦想发光、为梦
前进的人实现自己的理想，在
铜中这片土地上不留遗憾。

运动会的召
开总是牵动着全
校师生的心。可
喜的是今天是阳
光明媚的一天，
空气显得格外温
和，同学们放下
平 时 繁 重 的 作
业，享受着运动
与汗水的乐趣。
欢聚在巨大的环形操场上，我
发现了一群最可爱的人：

“重在参与”是他们踊跃
积极的态度；“为班争光”是
他们集体荣誉感的承诺；“虽
败犹荣，再接再厉”便是他们
高尚的情操。他们朝气蓬勃，
奋发向上！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运动员。

“服务者光荣”，他们总是
“躲”在不为人知的角落……
在人群到来前布置好场地，又
默默在人群中建立秩序围栏，

在人群离开后打扫好场地卫
生……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青年志愿者成员。

“第一圈其实没有什么感
觉，挺轻松的，但第二圈，实
在是没有力气，那时才真正感
受到自己大脚的重量，真抬不
起来！”

“那你是如何有勇气还要
接着陪跑呢？”

他看了看一旁的运动员，
“因为我怕他坚持不下去，我
要陪着他！”

这是一位陪跑同学与我的
谈话，他大口大口喘着粗
气……阳光透过乱蓬蓬的头发
照在他的脸上，显得格外和谐。

他们面对的并不是正式的
比赛，场外的欢呼声不属于他
们，场内的紧张等待不属于他
们。但他们仍然用尽全力陪着
运动员，希望陪他们度过黎明
前的黑夜，希望陪他们迎接前

方未知的挑战。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陪跑拉拉队。
“砰”，一声枪响，所有

最可爱的人的心弦随之紧绷。
当头的高阳使迎面袭来的风充
满暖意，如茵的运动场是他们
最得意的征途。

你们，流淌过眼泪，挥洒
过汗水，燃烧着青春……

你们，是最可爱的人！2020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四 第六十四届校运会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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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里,阳光明媚，春意盎然，在这样一个风景如
画的日子里，我校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秋季运动会。淡蓝
色的天穹之上飘着几朵白云，飒爽的风徐徐吹来，拂过
我的脸庞。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声，激烈的比赛终于拉开
帷幕。

瞧！那是多么热火朝天的拼搏场面，那是多么激情
飞扬的青春脸庞。来自高三（9）班的孙权同学在跳远项
目中一举夺冠，并为铜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记录。

Q：我是新闻与主持社记者部的记者，请问
可以采访你一下吗？

A:可以。非常乐意。
Q:在这次跳远比赛中，你获得冠军并创造新纪录，请问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心情如何？
A:当我知道我的成绩时，我就激动得跳了起来，因为这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一直都是平常心，从不

强求，开心就好。但说实话，破纪录也是我期盼了三年的一个目标。今天我终于实现我的目标，这对我
而言无疑是最大的肯定。

Q:能告诉我们你日常锻炼的小技巧吗？
A:完全可以的。我非常乐意来和大家分享我的经验。比如说，在你锻炼前可以适当补充一些水分，

但运动后不要马上喝水。而在日常锻炼时，要注意锻炼肌肉，因为它会帮助你强健体魄。但是，运动最
重要的是要循序渐进和坚持。

Q：好的。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分享的宝贵建议，也再次感谢你的配合。
A：不客气，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

新闻与主持社记者:龙信佳、刘潇瑜
202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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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赛项目：

1.高一组女子 200 米预赛 2.高二组女子 200 米预赛 3.高三组女子 200 米预赛 4.高一组男子 200 米预赛

5.高二组男子 200 米预赛 6.高三组男子 200 米预赛 7.高一组女子 800 米预决赛 8.高二组女子 800 米预决赛

9.高三组女子 800 米预决赛 10．高一年级 60 米板鞋混合接力预决赛 11.高二年级 60 米板鞋混合接力预决赛

田赛项目：

1.高一女子三级跳远预决赛 2.高一男子三级跳远预决赛 3.高二女子铅球预决赛 4.高二男子铅球预决赛

5.高三女子实心球预决赛 6.高三男子实心球预决赛 7.高三女子三级跳远预决赛 8.高三男子三级跳远预决赛

他们，脚步铿锵，斗志昂扬。仁实勇毅、朴茂

整肃，他们是标杆；立德修身、励志博学，他

们是榜样。今为校之重器，明为国之栋梁。

 高一（1）班

看哪！3 个年级 120 个班昂首挺胸地走过，高

一青涩且坚定；高二矫健而有力；高三沉稳而

有毅力。同学们，充满热血吧！加油！

 高一（20）班

志存高远者，气当勃发，万众一心，势定雄鹰。

今高三（12）之少年，其气豪健、其貌凛凛、

其步铿锵。

 高三（12）班

你跑过十月暖阳，冲过红色道，踏过白色线。

就当如此，让我在十月青春里遇见你。

那么，请你加油，我会带着风的誓言，花的嫁

衣，

在那充满期待的尽头，迎接你。

 高一（15）班

看啊！那田径赛场上与风相逐的健儿们，他们

挥洒汗水，他们是校园青春册上的一抹彩色。

你追我赶的竞技，刺激紧张的接力投球！啊！

这就是青春，读作成长，写作拼搏。

 高二（27）班

上午日光暖人身，场上激情暖人心。有追求，

去努力。为班级，争荣耀。再苦再累，又何妨？

拼命向前冲，为的是那一份责任，为的是那一

声加油与那一刻的荣耀。

 高二（27）班

山河气吞，鱼跃龙门，书写无悔青春；左踏乾

坤，右揽星辰，定是三班精神。步伐中，是气

宇轩昂的景象；口号声，是并肩作战的愿望。

长风破浪时，我们朝气蓬勃心怀梦，同甘共苦；

直挂云帆处，且看三班踏上校运路，霸气雄武！

雄哉！高一三班，巍之兮势如泰山！壮哉！高

一三班，洋之兮渡海扬帆。

 高一（3）班

只要敢站上赛道，就是勇者；只要敢飞奔在赛

道，就是王者；只要冲过终点，那便是坚持的

答案！跑吧，跑吧，跑出自己的秀丽华章，跑

出自己的光辉历史，跑出自己的永恒第一！

 高三（34）班

碧草如酥处，繁华锦上时。左岸梦想、右岸幸

福，将青春的道途点缀得满径花香。而我们终

将在这漫漫长途中，收获属于自己的风景。春

嫩不惧寒,于蝶舞翩跹处，我自铿锵！

 高二（19）班

晚霞是你眉目那一抹红，

晨曦是你眼中那一片净。

从来没有胜利者骄傲的回眸，

便是失败，也仍是默默地踽踽独行，

——于是过了这峰，再攀那峰。

你转身过去，

任凭风吹雨淋，

也不再回头留恋一次。

想起你独自锻炼的身影，

于是人生也有了勇气。

生命的真谛在于运动。

感谢你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高二（1）班

在熹微晨光里，微风轻扬，高一（12）班的每

一位同学都迎着朝阳，肆意在激情的十月。昂

扬的青春在他们的身上勃发，似火的骄阳是他

们不灭的意志。十月清秋，不败的是他们的斗

志，不失的是他们胸中的热血与激情！

 高一（12）班

清晨的阳光夹杂着微风，男女 100 米已经开始

了，跑道在运动员身旁飞驰而过、极速退去，

认真的运动员、熟悉的跑道，相信你们都能超

常发挥，加油！

 高二（27）班

仁实勇毅，挥斥方遒。

拼搏精神从这里扬帆，运动毅力在这里起航。

钟声敲响，步履铿锵。与梦相伴，斗志昂扬。

 高二 冉安源

朝气与活力在我们的身上洋溢，友爱与鼓励在

我们心中传递。稳中求进、确立目标是我们的

起点；不懈努力、不倦追求是我们的历程；突

破自我，争创第一是我们的目标。期待吧，期

待着我们谱写出动人的运动旋律。

 高一（9）班

再小的努力，乘以 365，都会很明显。再遥远

的目标，也会败在坚持的脚下。对未来真正的

慷慨就是把一切献给现在。奋斗吧，高一（11）

班的同学们！

 高一（11）班

项目 姓名 成绩 姓名 成绩 姓名 成绩

高三男子跳远 孙权 6.50 姚永康 5.57 朱小金 5.56

高三女子跳远 胡维 4.25 张迟燕 3.94 湛思颖 3.93

高二男子跳高 杨斌 1.52 何通能 1.48 黄杰 1.40

高二女子跳高 田行健 1.32 吴迪 1.30 赵震寰 1.26

高二男子 800 米 刘玉华 2’23’’20 谢政 2’23’’55 余广飞 2’26’’72

高一男子实心球 杨浩文 10.5 吴佳学 9.55 吴浩天 9.90

校运报征稿啦！诚邀各位铜中学子一展风
采！
要求：
1、投稿作品文体不限，内容与运动会有
关即可。
2、作品保证原创，诚信至上，严禁抄袭。
3、作品请附上班级，姓名（或者笔名）。
投稿方式：交到主席台
投稿咨询:胡:13098563710


